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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在景区刻写“到此一游”；随意
损毁景区文物；攀爬雕像照相；殴打
辱骂导游和领队……这些不文明游
客将上“黑名单”。正值旅游旺季，区
旅游局加强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工
作，对不文明游客发出警示。

根据国家旅游局 2016年 5月
26日发布的《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

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所
谓“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俗称“黑
名单”，分为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两
类。被列入“黑名单”的游客，在一定
期限内会被限制出境旅游、边境旅
游、参加团队旅游、乘坐航班等措施
惩戒。

徐汇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加强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区旅
游局充分利用旅游景区、星级宾馆、
旅游咨询中心、旅游集散中心等游
客聚集场所，积极开展“文明旅游进
社区”“中国旅游日———文明旅游大
家谈”“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
传咨询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
游客的文明旅游宣传引导活动，发

放《文明旅游出行指南》《文明旅游
理性维权》《游客出行提示》等宣传
资料，提升游客文明素养。

4月 20日，两名男子潜入徐家
汇源景区徐家汇公园，偷偷捕杀、
食用了公园内放养的一只野生黑
天鹅，被警方抓获。据动物专家介
绍，黑天鹅原产于澳洲，属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为世界著名观赏珍
禽。该事件经过新闻报道后，社会
公众强烈不满。两人的行为均为游
客不文明行为，更因触犯法律受到
严厉惩处。对此，区旅游局举一反
三，以此案例为鉴，向不文明游客
开展宣教。

同时，区旅游局引导旅游企业

积极参与文明旅游宣传氛围营造，
将文明旅游工作纳入到旅行社日常
监管考核中；设计制作文明旅游志
愿者徽章，要求旅游饭店和旅行社
相关从业人员佩戴上岗，展示良好
的文明礼仪形象；引导企业因地制
宜制作文明用餐宣传台卡，提醒游
客减少浪费；督促企业精心设计户
外吸烟点，防止出现乱丢烟蒂等不
文明行为。

区旅游局还积极发挥文明督导
员、志愿服务队的作用，加强对文明
旅游的宣传引导，积极开展文明规
劝等宣传教育，劝阻游客的不文明
行为，强化游客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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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游客将被列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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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上午，徐家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带领全体机关党员、机关
联络员和社区党员、楼组长、志愿者，走进各个居民区，一起参与每周四
创全清洁家园行动。党员们佩戴党徽亮身份亮行动，为创建文明环境身
体力行，发挥表率作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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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M NOP Q,RS为了
丰富学生们的假期生活，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为契机，田林街道妇联
组织邀请了社区内 50组家庭共同
参加了创全总动员亲子嘉年华活
动。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早早来到
了田林街道党建中心活动现场，个
个跃跃欲试，一场别开生面的“夏日
嘉年华，创全总动员”亲子活动拉开
帷幕。

活动采取闯关模式，每个家庭
领取任务卡，然后到指定地点完成
闯关。闯关活动共设置了三个关卡，

每一个关卡都结合创全知识设置富
有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的游戏项
目。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共同努力完
成游戏环节。以为闯关成功，游戏就
结束了吗？答案当然是还没有。通过
家长和孩子一起努力游戏完成好的
任务卡获取扇子，结合创全口号来
制作一把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扇
子。

主办方表示，活动方式具有参
与感，能够激活社区亲子家庭参与
社区共建的活力，从而为徐汇创全
助力。

田林：夏日嘉年华 创全总动员

LJM NOP Q,RS凌云
街道陇南居委日前在陇南小区内组
织青少年学生开展了“创全固卫 小小
志在行动”活动，通过社区实践来为徐
汇区“创全”、“固卫”贡献一份力量。

学生们在通过居委卫生干部讲
解后，以小组为单位，每两位志愿者带

领着3名学生开展活动。擦宣传栏的
“小小志”挽起袖子，惦着脚，拿着抹
布，从窗框擦到玻璃，一点污渍都不
放过；在小区的各个角落里，随处可见
跟着志愿者们弯腰低头捡拾垃圾的“小
小志”；健身器材、灭火器，从上到下，擦
得干干净净；“小小志”跟着志愿者们一

起整治僵尸车，不怕炎热，共清理整治
21辆非机动车和2辆共享单车。

主办方表示，活动的初衷是为
了迎接全国卫生城区复审和徐汇区
创全大考，让更多的青少年学生了
解“创全”、“固卫”而办，作为一次有
意义的暑期活动，效果非常不错。

创全固卫“陇南”小小志在行动

LJM NTMU V,WS随
着徐汇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活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邮储银行徐汇区支
行作为属地银行，积极参加创全活
动，全面展现银行业文明服务风采。

邮储银行徐汇区支行行长俞彬
近日要求全行员工高度重视创全工
作，树立守土有责的意识，全力做好
各项指标任务落实，在区域内五家
二级支行持续开展各类创全专题活
动。

徐汇区支行作为窗口服务单
位，主动加强全体干部职工的服务
质量意识教育，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热情耐心地回应客户咨询，细心周
到地解决客户困难。尤其自敬老卡
发放工作以来，各网点提前与有需
求上门激活卡片的社区联系，省去
老年人奔波、排队之苦，徐汇区支行
员工更是深入社区，通过移动终端
设备，现场为老年人办理敬老卡激
活业务。有的老人由于年事已高，腿

脚不便，无法自行到银行办理激活
业务的，徐汇区支行员工经过前期
了解后，带着授权委托书上门，指导
老两口签订委托书，授权其亲属代
为办理。之后，其亲属只要拿着敬老
卡、委托书、身份证等材料前往银
行，即可为老人办理激活业务。对
此，该做法得到了居民和社区的一
致好评。

此外，区支行下辖网点利用
响应倡议书、电子液晶显示屏等
多种渠道刊播创建文明城区宣传
内容，进一步引导广大市民一起
参与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为徐汇
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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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徐汇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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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abS7月 3日上午九时
许，从松江区九亭开往徐汇区万体
馆的 92B公交 57号车正要停靠虹
梅南路站，突然车厢中部传来“有人
晕倒了！”的呼救声。驾驶员李传强
闻讯立即赶到事发部位，只见一位
年龄约 20岁已经怀孕的女孩，脸色
苍白，昏倒在地，呼吸如同游丝，情
形十分危急。

考虑到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时
段，路况十分拥挤。如果叫救护车会
耽误更长时间，对抢救病人不利。拥
有 8年驾龄的新党员李传强临危不
乱，他一边让女乘客扶起女孩，一边
与乘客商量，是否立即将病人直送
医院。在获得全车近 50位乘客的一

致同意后，这辆公交车立即驱车驾
向离事发点最近的市八医院。

一刻钟后，这辆载着危急孕妇
的公交车直接驶进医院，驾驶员与
乘客一起将该女乘客抬进抢救室，
医护人员进行了最快速度的抢救。
随后驾驶员将车驶离医院，恢复正
常营运。据了解，该女孩怀孕四个
月，正在上班路上，因怀孕并发症及
低血糖引发昏厥。医生指出，孕妇发
生突然晕倒是很危险的现象，昏迷
时间越长，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越
大，危险性也越高。幸亏公交司机处
置得当，公交车上急着上班的乘客
理解与支持，才给医院赢得了宝贵
的抢救时间，使得该孕妇转危为
安。

孕妇突然晕倒车厢
公交车直驶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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